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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2年 6/3~6/9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2:15 A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王麗斌弟兄家 

Morganville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李勇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Woodbridge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本週讀經】天天讀經、背經、禱告、唱詩 

六月三日 

讀經 王下 9～10；徒 2：1-13 

鑰節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

話來。」【徒二 4】 

禱告 主啊！願聖靈澆灌在我們身上，使我們帶著神聖的能力，完

成你所託付的使命。願聖靈充滿我們，使我們能活出復活生

命的新樣，作你的見證人。 

詩歌 充滿我-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四日 

讀經 王下 11～12；徒 2：14-47 

鑰節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裏，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

喜誠實的心用飯，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

天天加給他們。」【徒二 46～47】 

禱告 主啊！求你使我們天天同心合意，好讓你把得救人數天天加

給我們。 

詩歌 弟兄和睦同居-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五日 

讀經 王下 13～14；徒 3 

鑰節 「彼得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

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徒三 6】 

禱告 親愛的主，幫助我把你的名傳給人，把你的恩典和能力交通

給人，叫人得著生命的好處。  

詩歌 我寧願有耶穌-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六日 

讀經 王下 15～16；徒 4：1-22 

鑰節 「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

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徒四 12】 

禱告 主耶穌，你的大名榮耀、有能，是戰時兵器、病時膏； 在你

名裏生活、爭戰，就有喜樂和榮耀。 

詩歌 耶穌！我愛這名-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七日 

讀經 王下 17～18；徒 4：23-37 

鑰節 「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

膽講論神的道。」【徒四 31】 

禱告 親愛的主，我羡慕被被聖靈充滿，我願意聖靈來充滿我；

今日再接受聖靈的充滿。求你打開我的心來接受，如同我 

 呼吸空氣一般。奉主耶穌的尊名。阿們！ 

詩歌 充滿我-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八日 

讀經 王下 19～20；徒 5：1-11 

鑰節 「彼得說：『亞拿尼亞為甚麼撒但充滿了你的心，叫你欺哄聖

靈，把田地的價銀私自留下幾分呢？』【徒五 3】 

禱告 親愛的主，幫助我能夠順從聖靈而行，不叫聖靈擔憂。 

詩歌 主，我曾否叫聖靈憂愁- churchinmarlboro.org  

六月九日 

讀經 王下 21～23；徒 5：12-32 

鑰節 「彼得和眾使徒回答說：『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

的。』【徒五 29】 

禱告 親愛的主，在遇到逼迫時，幫助我有充足信心，順服神，而

不理會那些不合真理的命令。 

詩歌 信而順服- churchinmarlboro.org 

【家訊信息】基督徒與錢財 
【對於錢財該有的認識】(一)擁有錢財並不是罪：許多基督徒對於

主耶穌有關錢財的教訓有一種錯誤的領會，以為主耶穌排斥有錢

的人，因為祂說：「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路十

八24)；又從祂所舉「財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參路十六19~31)看

見，主並沒有說明財主死後受痛苦、討飯的死後得安慰的原因，

便認為其中主要的不同點乃在於一個生前擁有錢財，另一個一文

不名，所以主大概是不喜歡有錢的人。 

實際上，主耶穌並不歧視有錢的人，祂的門徒當中也有「財主」

(參太廿七57)。主所斥責的，並不是擁有錢財，而是「貪愛錢財」

(參路十六14)。使徒保羅也警告我們說：「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

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

六10)。貪財的結果，會使人忽略靈性的享受，而轉向於物欲，帶

進許多的罪惡和愁苦。 

 (二)錢財並非完全無用：主耶穌說：「要借著那不義的錢財結交

朋友，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裏

去」(路十六9)。主這話是說，當我們還活在這世上的時候，錢財

自有其用處；等到我們脫離地上帳棚的時候，它就毫無用處了。

因此，基督徒應當趁著還活著的時候，善用手中的錢財。 

【錢財的危險性】基督徒如果能善用錢財，它固然能夠產生良好

的功用，但若我們對於錢財的態度不正，它會給我們帶來可怕的

後果： 

 (一)錢財會吸住人的心：主耶穌說：「你的財寶在那裏，你的心

也在那裏」(太六21)。從一個人對金錢的態度，可以看出他對神的

態度，因為兩者是密切相連的。一個人的錢包總是放在最貼身的

地方。最能吸住人心的東西，就是錢財。當一個基督徒的心被錢

財吸引了時，他的注意力就會從天上的事轉向地上的事。 

 (二)錢財會成為跟神敵對的勢力：主耶穌又說：「一個人不能事奉

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

神，又事奉瑪門」(太六24)。錢財的背後有一個邪惡的勢力──撒

但──神的對頭，它利用錢財來霸佔人的心，叫人在不知不覺中受

其支配和奴役，因而奪去了神子民對神該有的事奉和敬拜。 

 (三)錢財會使人失去對神的倚靠：基督徒原應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 

們享受的神，但當我們的心被錢財霸佔時，便只會倚靠「無定的錢

財」(參提前六17)了。 

【禱告事項】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兒童服事禱告。 

◆ 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ill%20Me%20Now.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695.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ave%20Jusus.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Jesus,%20Thy%20name%20I%20lov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ill%20Me%20Now.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20Have%20we%20grieved%20The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rust%20and%20Obe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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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錢財會引誘人離開真道：基督徒倚靠錢財的結果，最終會被引

誘而離開真道(參提前六10)。絕大多數基督徒的失敗，都與錢財有關

連。主耶穌的門徒猶大甚至為了錢財而出賣主(參太廿六14~16)。我

們若不小心，也難保不會為著錢財而出賣真理。世界上沒有第二件

事情被神定罪，更過於「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提前六5)了。這是

全世界最卑鄙的事。我們的衣服可以出賣，我們的東西可以出賣，

但是我們的道理和敬虔決不可以出賣。 

【要緊的是你怎樣看待金錢】金錢絕不妨礙我們得到內心的平安，

全看你怎樣對待它。要是把金錢本身當作目的，我們就會變得趾高

氣昂、目空一切。要是我們用錢只求滿足我們的欲望，我們的生活

也會墮落、腐朽。要是我們能做神的好管家，善用金錢，它可以成

為我們的祝福，使全家欣欣向榮。主耶穌說：「人的生命不在乎家

道豐富」(路十二15)。 

【基督徒的理財原則】基督徒理財的方法，和不信的人理財的方法

完全不一樣；前者乃是給，後者乃是積蓄。世界上的人是「量入為

出」，基督徒的理財是「量出為入」。我要怎樣收入，我就得怎樣

支出。許多人的收入出毛病，是因為支出出毛病。許多人只有信心

求神給他錢，卻沒有信心把錢給出去。 

 (一)神的供給是有條件的：千萬不要想神是貧窮的。千山的牛、萬

山的羊都是祂的。神如果要供給，像出埃及記裏所說的，叫你吃得

嘔出來，叫你吃得討厭了，這在神並沒有難處。神有夠多的豐富，

可以養活神的兒女。神不要我們有一個人缺乏，沒有法子生活。所

以，不是神不供給，乃是我們必須先作一件事，合乎神的條件，纔

能得著神的供給。這個條件就是給人。 

 (二)要給人，就必有給你的：主耶穌說：「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

你們的」(路六38)。聖經裏有一個基本的原則：要豐富，就得給；要

貧窮，就可保留。誰在那裏只為自己著想，誰定規是貧窮的人。誰

在那裏學習給人，他定規豐富。只有一種的人，是神肯供給他的需

要的，就是肯拿出來的人。 

 (三)越多付出，就越多進來：你要有更多的收入，就要有更多的付

出。你越能夠給，就越能夠受。這是屬靈的原則。許多時候，我們

一缺乏，反而要儘量的給。你千萬不要看手裏剩多少。這樣，當神

給你的時候，絕沒有計較，從來是寬宏的：「用十足的升鬥」、

「連搖帶按」、「上尖下流」的給你(路六38)。 

 (四)要把錢拿出去種：「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林後九6)。基

督徒送錢給人，是拿出去「種」，不是拿出去「丟」。你如果盼望

你的錢長，你就得拿出去種。多少求供給的禱告，神不能聽。因為

你是殘忍的人，沒有種的地方想收割，沒有散的地方想聚斂。那是

不可能的事。凡是把錢握在手裏越牢的人，那一個人越得不著。要

學習把錢拿出去種，等到你們自己有需要的時候，能夠收你們所種

的。有多少，吃多少，當然就沒有了。要種，就不要吃光。許多人

老是吃，從來不種，所以等到有需要的時候，就不能收。 

 (五)要奉獻給神：神對以色列人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

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瑪三10)。十擔是貧窮的原因，

九擔是豐富的原因。人以為手裏越多越好。但是拿在手裏的，是貧

窮的基本原因。奉獻給神，就變作祝福的基本原因。那另外的一

擔，在人的手裏，就變作咒詛；在神的倉裏，就變作祝福。 

【聖經裏得神供應的榜樣】(一)舊約──一切都拚上為著神：列王記

上第十八章，以利亞在迦密山上為著降雨禱告神。那是一個大旱的

時候，水是何等的寶貝呢！因為連王都出去找水。但是以利亞吩咐 

人挑水來，把水倒在祭壇和祭物上。一擔的水，兩擔的水，三擔的

水，一直倒到水流在壇四圍像河一樣。神聽他的禱告，就降了大 

雨。我們要天上降下大雨來，先要把我們的水澆上去。我們如果

捨不得我們的水，天上的水就不降下來。以人的思想來說，凡事

要留退步。若是雨不降下，起碼還有幾擔水。但是計算有幾擔水

在手裏的人，永遠看不見天上的水。 

(二)新約──腓立比人得神豐富的供應：腓立比人一次一次的供給

保羅，保羅對腓立比人說：「我的神必照著基督榮耀的豐富，來

供給你們一切的需要」(腓四19)。接受饋送之人的神，要供給這些

饋送之人的需用。斷沒有不供給人，而神供給他的。今天許多人

抓住腓立比四章十九節，卻沒有看見祂不是給「求」的人，祂乃

是給「給」的人。只有在「給」原則上的人，神纔能供給他的需

用。 

【錢釋放出去讓神行神跡】我願意我們釋放錢出去，叫錢在地上

行走，叫錢去作事，給神去聽禱告，去行神跡。你要看見說，錢

在教會裏都是活的。有需要的時候，天上的飛鳥，也都會替你效

力。當你有需要的時候，神會行神跡。不過，還有一個先決的條

件，就是你需要先把自己擺在神的話語裏。否則，神就沒有辦法

按著祂的話成功在你身上。要先把自己給神，然後一直把錢給出

去，好叫神能夠給你。—摘自黃迦勒《基督徒文摘專輯》 

【哥林多後書第九章】供給缺乏聖徒 
重點: 哥林多後書第九章，保羅繼續說到關於供給缺乏聖徒的

事。。本章可分成三部份： 

一. 供應聖徒的行動 1~5節—— 要有樂意給的心，並有實際給的

行動。我們是否有樂意的心，時刻作好供應肢體的準備呢？ 

二. 供應聖徒的原則 6~10節——要祝福的種，就能祝福的收。我

們是否捐得樂意，是神所喜愛的人呢？ 

三. 供應聖徒的結果 11~15節——要幫補聖徒，使人感謝神、榮耀

神。我們是否常補聖徒的不足，經歷祂有說不盡的恩賜呢？ 

鑰節:「感謝神，因祂有說不盡的恩賜！」【林後九 15】 

 感想: 保羅用一個醒目的挑戰和吩咐來結束本段。「感謝神，因

祂有說不盡的恩賜。」那就是說，你給的時候要記住神給你的恩

賜，祂的恩典已在十字架上闡明了。祂原是富足的，但為了我們

的緣故成為貧窮，祂的恩典即在此顯明了。「貧窮」這個希臘文

在新約裏只出現這麼一次。它的本義是如乞丐一貧如洗。祂在世

上成了乞丐，好叫我們在祂的恩典裏成為富足。記住這一點，你

的愛心，你的奉獻性質就會和祂的一樣。愛是一切的原動力。你

犧牲的越多，別人就越多從你蒙福。 

有多少教會仍在掙扎？受苦？所有教會都應該盡己之力幫助他

們。捐款給有需要的教會，這種施予應該有相當的品質，正如那

些教會用他們的勇氣，和不顧患難、痛苦仍堅持下去的毅力，供

應了我們屬靈的需要一樣。他們的行動何等可貴，尊榮！他們捐

獻了他們的富足，是信心，愛心和勇氣上的富足。 

比較起來，捐獻的事似乎微不足道，然而保羅還是提出了兩件

事，那就是我們應該照自己所有的，供應信徒所不足的，好叫眾

信徒可以均平。──《摩根解經叢書》 

默想：財物的奉獻使我們成為一個蒙福的人──奉獻的人蒙祝

福，經手的人蒙祝福，代轉出去的人蒙祝福，得著的人蒙祝

福，以致全教會都蒙祝福。 

禱告：親愛的主，求你幫助我們在財物供應人上作忠心的管

家，能享受一個給的人生，和承受祝福。  

 盡你所能的賺取，盡你所能的節省，也盡你所能的給予。 

 (gain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give all you can)。衛斯理 


